
架設 osTube 伺服器心得分享(一) 
最近看到很多學校架設類似 youtube 的影音網站，真是令人羨慕，也立刻吸引我

的目光，馬上嘗試架一台試試看，osTube 軟體有免費的版本，至官方網站註冊，

即可 download 下來安裝，目前市面上尚無相關的中文書籍介紹，只能到網路去

尋找架設方法，也感謝這些網路高手無私的奉獻。 
 
文章來源：http://blog.yam.com/linjahau/article/13012871 
 
最容易安裝的環境請用 Ubuntu 7.10 server  
 
詳細步驟: 
  放入安裝光碟，按下 F2 選繁體中文  
    keyboard layout  選<否> 
 
    U.S English  
    U.S English  
  選網路介面卡  
  主機名稱  
  磁碟分割  
    導引使用整顆磁碟  
    寫入磁碟選<是>  
  設置時鐘 UTC  
  使用者帳號密碼  
  proxy 空白不選按下繼續  
  選 LAMP server  
    輸入 mysql root 的密碼  
    拿出 CD 重新開機  
 
到了這一步系統安裝完成!! 
 
登入後第一次要做的事情 
~$>sudo aptitude update  
  sudo aptitude install php5  
  sudo aptitude install php5-cli  
  sudo mysql -u root -p (確認 mysql 密碼有設對)  
    mysql>create database ostube; 
 
    mysql>show databases;  



    mysql>quit  
  cd /etc/php5/apache2/  
    sudo vim php.ini  
    按下:/upload 尋找 upload_max_filesiz=2M----------->改大變成 200M  
    重新啟動 apache2(sudo /etc/init.d/apache2 restart)  
  安裝 phpmyadmin(要放入光碟片)  
    sudo aptitude install phpmyadmin(要安裝不然 ostube 過程中會有 Mysql 3.23
字樣出現)  
  安裝 ssh 使用遠端傳檔(將 ostube 傳上去)  
    sudo aptitude install ssh  
    sudo aptitude update  
    sudo chown -R www-data.www-data ostube  
      sudo chmod -R 777 media  
      sudo chmod -R 777 ostube.log  
      sudo chmod -R 777 conversion.log  
      sudo chmod -R 777 includes/config.php  
      sudo chmod -R 777 templates_c  
  連到首頁 ostube/install  
  輸入 mysql 的帳號密碼按 NEXT(第一畫面到此完成)  
  sudo aptitude install mplayer(裝好後畫面重新整理一次)  
  sudo aptitude install mencoder  
  sudo aptitude install ruby  
  下載 flvtool2-1.0.6.tgz 套件  
  sudo tar zxvf flvtool2-1.0.6.tgz  
  sudo ruby setup.rb config  
  sudo ruby setup.rb setup  
  sudo ruby setup.rb install  
  設定 admin 密碼  
 
最後記得移除 ostube 目錄下的 install 目錄  
 
 
後記： 
1. 建議：新增一名 ostube 資料庫的管理者(例如：mary)，這樣對整個 mysql 資料

庫較有保障。 
 
例如：Mysql>GRANT ALL ON ostube.* TO mary@localhost IDENTIFIED BY 
‘mary 的密碼’; 



 
2.在/etc/apache2/apache2.conf 的最後一行加入 ServerName localhost 
 
Sudo vim /etc/apache2/apache2.conf 
ServerName localhost 
 
如此即可避開 apache2: Could not determine the server's fully qualified domain name, 
using 127.0.0.1 for ServerName 的警告訊息 
 
3.如何開啟網頁連結 phpmyadmin 
 
這裡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是 phpmyadmin，預設檔案位置： 
/etc/phpmyadmin/apache.conf， 
 
而 phpmyadmin 的 source 則放在/usr/share/phpmyadmin， 
 
要另外特別設定 apache2，讓系統可以連結，而要怎麼做呢？ 
 
sudo cp /etc/phpmyadmin/apache.conf /etc/apache2/sites-available/ 
 
sudo ln -s /etc/apache2/sites-available/apache.conf 
/etc/apache2/sites-enabled/001-phpmyadmin（這個檔名可以自已命名） 
 
再重新啟動 apache ，連結下面網址 http://localhost/phpmyadmin/  
 
若出現如下的警告訊息：(其實忽略它也沒關係) 
[warn] The Alias directive in /etc/apache2/sites-enabled/001-phpmyadmin at line 3 
will probably never match because it overlaps an earlier ScriptAlias. 
 
sudo vim /etc/apache2/sites-available/apache.conf  
將第三行 mark 註解起來 
#Alias /phpmyadmin /usr/share/phpmyadmin 
 
另一種方法更簡單：直接對 /var/www 做連結即可 
 
sudo ln -s /usr/share/phpmyadmin/ /var/www/ 
 
連結下面網址 http://localhost/phpmyadmin/ 



4. 解決 phpmyadmin 在以 utf-8 語言瀏覽下所產生的亂碼 
  解決方法： 
  sudo vim /usr/share/phpmyadmin/libraries/select_lang.lib.php 

在這一段裡:  
// MySQL charsets map  
$mysql_charset_map = array(  

  大約在第 257 行將 
'utf-8' => 'utf8',  

  改成： 
'utf-8' => 'latin1', 
重新啟動 apache2(sudo /etc/init.d/apache2 restart)  
 

5. 在 php.ini 中影響檔案上傳的變數： 
max_execution_time = 30 ; 一個 php 執行的時間，超過時間程式會自動結束。 
memory_limit = 8M ; php 執行時所使用的記憶體限制（包含所有變數），如果你

是直接將檔案內容讀取出來到變數中時就會有影響。 
post_max_size = 8M ; POST 的資料最大上限。檔案傳送是以 POST 的方式 
file_uploads = On; 是否准許上傳。 
upload_max_filesize = 2M; 單一檔案上傳的大小。 
 
透過 upload_max_filesize 與 post_max_size 可以設定單一檔案大小限制的與整體

上傳檔案的大小，例如： 
post_max_size = 8M  
upload_max_filesize = 2M 
 
表示你上傳檔案時，檔案大小超過 2M 就會失敗，你可以上傳多個小於 2M 的檔

案，但是加在一起的大小不能超過 8M。 
 
還記得剛剛我們改成 upload_max_filesiz=200M; 那麼 post_max_size 的大小也

不能小於 200M 啊！這是大多數人上傳檔案失敗的主要原因吧，建議將

max_execution_time、memory_limit、post_max_size、upload_max_filesize 這些設

定值都加大以符合影音伺服器的運作。 
 
 
 
 
 
 



架設 osTube 伺服器心得分享(二) 
 
補充說明安裝 osTube2.0 的過程 
將 osTube2.0 解壓縮至 /var/www/ostube 資料夾內後，可先安裝

mencoder, player, ruby, and flvtool2 等套件，再連到首頁 ostube/install 
進入安裝步驟 1： 
Ostube 資料庫若有管理者則輸入管理者(例如：mary)帳號、密碼否則輸入 mysql 
的 root 和密碼。 

 
 
 
按 Next->進入步驟 2 
 
 



 
 
轉碼的品質當然選最好的，檔案自然大了些。按 Next->即完成安裝步驟。 
 

 
 
 
 
 



接著登入後台管理介面，更改設定值如下，將  Use UberUploader 設為  
No。 (否則可能會無法上傳檔案 ) 

 
 
文章來源：

http://163.22.69.138/plog/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342&blogId=1 
 
 
 
 
 
 
 
 
 
 
 



架設 osTube 伺服器心得分享(三) 
 
架設好後，接著再對它中文化(osTube 只有德文、英文的字型，在台灣當然用繁

體中文囉)，這要感謝澎湖人 No1 自由軟體交流網 yungzai 釋出的中文化檔案。 

網址：http://b2d.phc.edu.tw/modules/news/article.php?storyid=289 

 

接著以 english 為主要修改模板  

 

<1>建立一個新的資料夾 chinese 

<2>將 ostube/languages/english 當中的所有檔案複製進 chinese 資料夾  

<3>將下載下來的檔案 english.ini 改為 chinese.ini  

<4>修改 setting.php  

iso_code 改為 chinese  

title 改為 chinese  

<5>在 templates 內的網頁模板(預設只有兩個即：default、black_mamba) 

templates/black_mamba/images/ 內建立一個 chinese 資料夾(將 english 複製過來即

可)  

<6>產生 chinese.gif (國旗圖示) 

 

文章來源：http://php.fhjh.tpc.edu.tw/blog/bearteacher/post/4/32 

 

到這裡，雖然在網頁右上角出現三個國家的國旗圖案，其中點選中文，網頁也大

致中文化了，但右邊的 12 個分類圖示沒有出現，這很重要因為上傳任何影音檔

案都需指定一個分類，否則 osTube 不讓你上傳，我們以 phpmyadmin 進入 ostube

資料庫查看其資料結構，發現其中資料表 ost_channels2language 有 24 筆紀錄，前

12 筆是德文的，後 12 筆是英文的，那麼再加上 12 筆中文分類資料就 ok 啦。如

下圖： 

 



 

 

 

對資料表 ost_channels2language 加入 12 個中文分類，前端網頁則會顯示正確的中

文分類(否則無法顯示)                                 

 

 

 

 

 

 

 

 

 

 

 

 

 

 

 

 

 

 

 

 



 

上傳的部份也會秀出中文分類供點選(若無中文分類是無法上傳檔案的) 

 

 

如此大功告成！成果作品如下： 

 

 

 

 

 

 

 

 

 

 

 

 

 

 

 

 



 

 

後記： 

1. 我架設的伺服器是 IBM X226 用兩顆 SATA 250G 作 RAID1，所以硬碟空間大

約有 230 Gb，以上傳 300Mb 的檔案(區網內)計算大約 5 分鐘即可在網路上觀

看。 

2. 當初花了一天的時間測試上傳不同格式的影音檔，還刻意轉成 480x360 的規

格上傳，總是覺得畫面還是有些格子狀(即使畫質再好的 wmv 也是如此)，後

來索性用原來從 sony 數位攝影機擷取下來的檔案格式 MPG 直接上傳(也不用

管什麼 4:3、16:9)，雖然 3、4 分鐘就要 300 多 Mb，但上傳後發現影音畫質流

暢，沒有 lag(大概是區網關係)，真的很令人滿意。再進入管理畫面，發現只

有 20 幾 Mb 大小的 flv 檔，300Mb 轉成 20Mb 耶，難怪 YouTube、Google Video

會以 flv 為網路的影音播放格式。 

3. osTube 2.0 對中文還是有一些水土不服的現象，例如有些影音檔用 IE6 連結瀏

覽，會出現網頁空白的情形(Firefox 則不會)，發現網頁會自動跑回去繁體中

文 Big5 的編碼模式，這時只要在網頁的檢視--->編碼的地方改回 UTF-8 即可，

但要如何告知瀏覽的訪客呢？真傷腦筋！  

4. 另外上傳 flv 檔，會無法出現該影片預覽的小圖示，而將影片提供的「嵌入

連結」複製到部落格其播放軟體的方框和首頁的特寫影片框在網頁一開始瀏

覽尚未播放前都是黑的畫面，這都是 osTube 2.0 的「正常現象」，希望未來

的版本可以改善這些缺點，也期望未來會有更多類似免費的影音部落格供我

們選擇。------完 


